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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廖宥善 現職：富宥開發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 
社名：Sam 地址：板橋區松柏街 33 巷 3 號 
生日：52.12.10 電話：82587058 
職業分類：建設業 傳真：82587059 

 

介紹人：阮建茂社長  
姓名：沈信全 現職：觀皇企業社負責人 
社名：Whole 地址：板橋區中正路 379 巷 3 弄 22 號 
生日：51.04.28 電話：89651363 
夫人姓名：陳春祝 職業分類：室內裝修 

 

介紹人：阮建茂社長  
姓名：陳裕盛 現職：穗廣實業社負責人 
社名：Rich 地址：板橋區互助街 1 巷 13 號 3 樓之 9 

生日：47.10.20 電話：22587627 
夫人姓名：李秀美 職業分類：防盜監控通信工程 

 

介紹人：阮建茂社長  
姓名：黃萬盛 現職：鎮洪數碼科技(股)公司總經理 
社名：Roman 地址：土城區中央路四段 2 號 4 樓 

生日：55.10.31 電話：22688055 
夫人姓名：林芳伃 職業分類：電子資訊業 

 

介紹人：楊大中前社長  
姓名：陳怡霈 現職：鼎弘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特助 
社名：Ric 地址：土城區中興路 20-1 號 

生日：59.06.09 電話：22118515 
夫人姓名：楊蕾 職業分類：金屬科技業 

 

介紹人：阮建茂社長  
姓名：陳進川 現職：崴誠興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社名：David 地址：土城區慶祥街 1 巷 16 號 

生日：47.07.08 電話：22614622 
夫人姓名：林淑娟 職業分類：散熱片製造 

 

介紹人：陳春諒社友  
姓名：阮永耀 現職：全佑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 
社名：Aircon 地址：板橋區民權路 260 巷 73 號 1 樓 

生日：45.04.02 電話：29650466 
夫人姓名：吳麗紅 職業分類：冷凍空調設備 

 

介紹人：阮建茂社長  

姓名：田佳弘 現職：澳盛銀行副董事 
社名：Page 地址：台北市松仁路 7 號 18 樓 

生日：62.06.17 電話：87225248 
夫人姓名：許菁菁 職業分類：金融業 

 

介紹人：邱千泰社友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六屆三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3 月 7 日 
主席：阮建茂 社長 

紀錄：劉昭利 秘書 

出席理事：阮建茂 劉昭利 廖志孟 陳陽春 何仁傑 陳靖庸 蔡木春 張立群  

          侯文觀 楊大中 游朝安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十六屆二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來賓台灣天書科技(股)公司 黃萬盛總經理、鼎弘實業有限公司 陳怡霈 

        特助、崴誠興業有限公司 陳進川先生、全佑工程有限公司 阮永耀、澳 

        盛銀行 田佳弘副董事、富宥開發 廖宥善先生、穗廣實業社 陳裕盛先 

        生、觀皇企業社 沈信全先生，以上八位已參與本社活動連續達 4次以 

        上,並申請加入本社,提請理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另有兩位來賓：文勤實業有限公司 黃志清經理、美事達企 

        業有限公司 王睦琦負責人，有意願加入本社，出席累計達四次以上後 

        安排時間佩章。 

第三案：本社將於 3 月 23 日(六) 舉行春季旅遊活動，本活動是否合併 3 月 28

日(星期四)本社第 834次中午例會舉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一、 臨時動議：無 

 



 
 
 

  例會事項報告      3 月 7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63 名     
   出席人數:…………46 名                 

    出國人數:………… 4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4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 席 率:…………87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ir、Bags、BM、 Cavin、 
CNC、Barcode、Water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Media、Ocean、Tim、Winner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ndy、Civil、HPO、PVC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惜惜 小姐            講師 
     林芳伃 小姐          本社 
     陳怡霈 先生          本社 
     陳進川 先生          本社 
     田佳弘 先生          本社 
     阮永耀 先生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各社社友寶眷及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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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888831313131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新北市四七分區聯合例會新北市四七分區聯合例會新北市四七分區聯合例會新北市四七分區聯合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鶯歌社社長 Horace 鳴鍾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LED 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紅絲帶基金會 惜惜小姐，接下來歡迎蒞臨本社貴賓：

台灣天書科技(股)公司 林芳伃小姐、鼎弘實業有限公司 陳怡霈總經理特助、崴誠
興業有限公司 陳進川負責人、澳盛銀行 田佳弘副董事、全佑工程有限公司  

   阮永耀負責人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Michael 社友、P.P.Hardware 夫人陳英妹小姐、Auto 社友夫人 
     葉淑嫈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本週結婚週年：無 
� 秘書報告由 Green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土城中央扶輪社春季旅遊行程土城中央扶輪社春季旅遊行程土城中央扶輪社春季旅遊行程土城中央扶輪社春季旅遊行程~~~~賽夏文化體驗遊賽夏文化體驗遊賽夏文化體驗遊賽夏文化體驗遊    

日期：3 月 23 日(星期六) AM 7:00馥華飯店前集合 AM 7:30 社館集合出發 

上午 7:30~ 9:30車程 

上午 9:30~12:00 苗栗南庄嘎嘎歐岸賽夏文化部落 

                矮靈祭歌舞秀/矮靈祭部落文化導覽/DIY 打麻糬 

中午 12:00~13:00 嘎嘎歐岸饗宴(賽夏風味特餐- 使用山區特產的山蘇、過 

                 貓、刺蔥、山苦瓜、段木香菇等野蔬,以及南庄當地養殖的 

                 鱒魚、苦花與竹雞為食材) 

下午 13:00~14:00 車程 

下午 14:00~15:00 峨嵋湖巡禮 富興老茶廠、細茅埔吊橋 

下午 15:00~17:00 峨嵋湖巡禮 天恩彌勒佛院、自由活動-騎鐵馬.環湖步道 

下午 17:00~18:00 十二寮休閒農園饗宴 農園導覽、參觀無農藥栽培蔬果 

下午 18:00~20:00 回溫暖的家 

※※※※請報名參加之社友與寶眷準時出席請報名參加之社友與寶眷準時出席請報名參加之社友與寶眷準時出席請報名參加之社友與寶眷準時出席，，，，乘遊覽車地點第一站為捷運新埔站乘遊覽車地點第一站為捷運新埔站乘遊覽車地點第一站為捷運新埔站乘遊覽車地點第一站為捷運新埔站 2222 號號號號
出口馥華飯店前出口馥華飯店前出口馥華飯店前出口馥華飯店前，，，，第二站為社館樓下第二站為社館樓下第二站為社館樓下第二站為社館樓下，，，，請向執秘陳小姐登記請向執秘陳小姐登記請向執秘陳小姐登記請向執秘陳小姐登記，，，，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    

本週節目 
講師：十二位新社友  
講題：自我介紹 
 

下週節目(暫定) 
活動：職業參訪 
日期：3 月 22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00~4:00 
地點：中央造幣廠(暫定) 
地址：桃園縣龜山鄉 33353 振興路 577 

       號(電話：03-3295174) 
※若無法預約到中央造幣廠參觀行
程，則 3 月 21 日(四)仍要開例會 

 
土城山櫻社授證9週年紀念慶典 
日期：3月22日(星期五) PM5:30 
地點：雲林鵝肉海鮮城餐廳 
      (土城區金城路三段259號) 
應出席人員：D.V.S.Blower、社長
Paul、秘書Green、P.P.Hardware、
P.P.Scuba、社友Auto、Designer、
House、Land、Michael、Quba，以上
十一位請準時出席，感謝您！ 

                                                                                              社長：阮建茂 Paul  秘書：劉昭利 Green  糾察主委：陳陽春 Designer  社刊主委：莊文聰 Scuba 
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 

D.V.S.Blower(40.03.16) 

Bed 社友(55.03.20) 

P.P.Thermo 夫人李素招小姐(41.03.15) 

Life 社友夫人蕭惠敏小姐(55.03.19) 

 


